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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電能熱水器概況

(1)電能熱水器(電熱管)：即熱式/儲熱式

(2)空氣源熱泵熱水器：一體式/分離式

目前電能熱水器產品大約
分為以下2種：



(1)電能熱水器:即熱式/儲熱式電能熱水器

特點:
1.熱水供應穩定。
2.水溫高(可達70~80度)。
3.安裝方便。
4.價格便宜

缺點:
1.回溫緩慢(儲熱式電熱水器)。
2.耗電特大(儲熱式4kw~8kw，即熱式

10kw以上)。
3.密閉式結構在高壓狀態，易爆裂引

起危險發生。
4.效率低



熱泵是什麼?
冷氣機(學名熱泵)是一種「移熱
裝置」，把熱能從一個地方(冷氣
房)移到另一個地方(大氣)。

輸入電能

1kw

3 kW

排出熱能與儲水槽
內之冷水作熱交換

2kw

吸收熱能

熱泵熱水機採用壓縮機不採用壓縮機不
斷抽吸和壓縮冷煤，使冷斷抽吸和壓縮冷煤，使冷
媒在封閉系統中相變，不媒在封閉系統中相變，不
斷地在蒸發器中蒸發吸熱斷地在蒸發器中蒸發吸熱
((從空氣中吸取熱能從空氣中吸取熱能))，不，不
斷地在冷凝器中冷凝散熱斷地在冷凝器中冷凝散熱
((將冷水加熱成熱水將冷水加熱成熱水))。。
所消耗的電只用於維持冷
媒循環作業，熱水的生成
是由熱交換達成，因此能
以小的能量輸入得到大的
能量輸出，從而達到節省
能源的目地，也完全符合
能量不變定律。

(2)空氣源熱泵熱水器





熱泵熱水器的運作原理

物體有三態即氣態、液態、固態,在壓力及溫度變化下會互
相轉化,例如從氣態轉化成液態即為冷凝,則會散發大量熱能; 
如果從液態轉化成氣態,則需吸收大量熱能.熱泵熱水機就是
利用此原理,採用壓縮機不斷抽吸和壓縮冷煤採用壓縮機不斷抽吸和壓縮冷煤,,使冷媒在封閉使冷媒在封閉
系統中相變系統中相變,,不斷地在蒸發器中蒸發吸熱不斷地在蒸發器中蒸發吸熱((從空氣中吸取熱能從空氣中吸取熱能) ) 
不斷地在冷凝器中冷凝散熱不斷地在冷凝器中冷凝散熱
((將冷水加熱成熱水將冷水加熱成熱水) ) 
所消耗的電只用於維持冷媒循環
作業,熱水的生成是由熱交換達
成,因此能以小的能量輸入得到
大的能量輸出,從而達到節省能
源的目地,也完全符合能量不變
定律

熱水

冷 氣

除濕

機機 用用



熱泵熱水器與冷氣機的差異

•冷氣機：

將熱能從「冷氣房」，搬移到「大氣空間」。

•熱 泵：

熱能從「大氣空間」，搬移到「儲熱裝置」。

•影響要點：操作條件(氣溫、濕度)、

性能係數(COP)、可靠度。

•COP  = Qh（製熱量）/  We（壓縮機耗能）



熱泵熱水器特性：

• 安全：無燃燒、不產生廢氣、免除爆炸、瓦斯
中毒，無漏電危機。

• 省錢：節省3/4電費、1/2瓦斯費。

• 環保：利用空氣中熱能，不產生二氧化碳、廢
氣、無空氣污染、不破壞臭氧層，並減少溫室
效應。

• 多功能：熱水、冷氣、除濕。

• 智慧控制。

• 熱水不會忽冷忽熱。



空氣源式熱泵熱水器的優點

節能減排

綠色環保

熱效率高

智慧控制

減少費用

提高利潤

不產生廢氣、減少碳排放

採用環保冷媒、減少污染

用1倍的電力、創造高效率

液晶螢幕控制、方便使用

節省採購成本、可與舊系統聯結

減少燃料費用、提高收益



高效率節能熱泵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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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熱水器種類介紹

電能熱水器

家用熱水器產品的種類
依熱源分類：
1、燃氣,瓦斯熱水器
2、電能熱水器
3、太陽能熱水器

依加熱方式分類：
1、即熱式熱水器
2、預熱式 (儲熱式)熱水器

瓦斯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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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燃氣瓦斯熱水器：

特點：
1、熱值高,瞬間加熱快，使用方便。
2、設備價格便宜，接受度高。
3、天然氣管線普及，安裝方便。

缺點：
1、燃燒產生大量廢氣，污染環境。
2、容易故障，發生氣爆等危險。
3、安裝環境易發生危險。

(燃燒不完全易引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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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能熱水器：

特點：
1、熱水供應穩定。
2、水溫高(可達70~80度)
3、安裝方便。

缺點：
1、回溫緩慢(儲熱式電熱水器)
2、耗電特大(儲熱式4kw~8kw、即熱式10kw以上)
3、密閉式結構在高壓狀態，爆裂引起危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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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陽能熱水器

特點:
1、免費利用太陽能，不受能源漲價影響
2、機構簡單，使用壽命長
3、不燃燒、不污染、安全又環保

缺點:
1、熱水量供應彈性小，需電熱補助。
2、受天候及安裝環境的限制。
3、熱水供應管路長，熱損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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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熱水器熱效率換算表

X牌熱泵 熱值 860仟卡 / 度 ×
熱效率
370 %

＝ 3,182仟卡 / 度

電熱水器 熱值 860仟卡/度 ×
熱效率
85%

＝ 731 仟卡/度

液化瓦斯 熱值 12,000仟卡/公斤 ×
燃燒效率

75%
＝ 9,000 仟卡/公斤

柴油鍋爐 熱值 8,800仟卡/公升 ×
燃燒效率

80%
＝ 7,040 仟卡/公升

天然瓦斯 熱值 9,000仟卡/度 ×
燃燒效率

80%
＝ 7,200仟卡/度



参、國外如何推廣熱泵熱水器

(1)中國大陸媒改電(針對媒改空氣源熱泵居民補助)，
並進行到天津及河北：北京政府為減少霾害及節電，
鼓勵農民用熱泵來替代原有的燒煤，補助金額：市財
政1.2萬/戶；區財政6000-1.2萬/戶，最高可獲得2.4
萬補助。在2016.11.1已補助200萬戶市郊人民，總體
產值超過2500億台幣。

(2)日本政府補助CO2熱泵熱水器安裝：
日本政府於四年前針對CO2熱泵熱水器的用戶補助，由
9大電力公司補助50%，以減少該國用電量。除節能外，
還能減碳。



集團簡介

2018年全球熱泵熱水器占比

資料來源：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日本

歐洲
中國
澳洲
北美
其他 5%

2.5%

1.5%

10%

2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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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熱泵熱水器成功原因

資料來源：CHPIA

2016-2020

中國發展

市佔率

11%

耗能費用過高
利用石化燃料等能源之能耗太
高，占家庭能耗的1/3以上

消費者認知提高
對熱泵熱水器之的安全性、通
用性和經濟性有進㇐步的了解

政府補助政策
政府實施約產品售價
30%~40%的補貼政策，以促
進销售

19



700萬台
2020年熱泵熱水器之累計銷售量上看700萬台

CO2冷媒

小系統大儲水

高達90%之熱泵熱水器皆使用CO2為冷媒

日本熱泵熱水器採用小容量熱泵系統+大容量儲水箱

日本 熱泵熱水器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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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熱泵熱水器有利於節電政策發展:

台灣目前再生能源補助現況：

1.太陽光電

2.太陽能熱水器：補助款至106年年底，107年起停止補助。

期盼：

1.補助款轉移：將太陽能熱水器轉移至熱泵熱水器，提高購買意願，
建議以使用人數為補助對象。

2.政府宣導教育：辦理節能講座，提升消費者對熱泵的認知。

3.行銷廣告推行：MIT台灣製造廣告行銷，加強對熱泵熱水器的信賴
度及能見度。

4.改變用電行動：節能從大用電戶開啟再進而到家庭用戶，淘汰耗電
之電能熱水器及危險性高的鍋爐熱水器，以熱泵熱水器替代之。

將節約用電由口號，轉為行動力，落實全民
節電以延緩缺電風險及有效抑低用電成長。



伍、節電不是口號 是行動
為解決用電量高漲問題，減量是一種手段，

從家庭用戶開始，進而到商業用戶、工業用戶。

改用熱泵熱水器，享受熱泵帶來的效益。

家庭：減少使用電能熱水器、瓦斯熱水器，

節電3/4，節瓦斯1/2。

商業：減少使用燃料鍋爐，節電3/4，節瓦斯1/2。

工業：減少使用燃料鍋爐，節電3/4，節瓦斯1/2。

將節電觀念化成行動，翻轉全民用電習慣，
有效降低用電成長。



〝為什麼要使用熱泵熱水器〞
用熱泵熱水器取代電能熱水器

根據用電分析一得知：

若每人使用80公升的水量，溫升35度，則

用熱泵熱水器每日可省用電百分比為：

佔全國總用電日省比例：

佔家庭總用電日省比例：

3.6%

20.3%

用熱泵熱水器每日可省：2,580萬度電
根據用電分析二得知：

若每人使用60公升的水量，溫升35度，則

用熱泵熱水器每日可省：1,925萬度電

2.8%~
15.4%~



用熱泵熱水器取代電能熱水器，用電分析(一)：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電能熱水器10年總銷售量是237萬台。

台灣的用電量：2,498億度電/104年，每日約為6.8億度電/日/104年(見附件一)

台灣住宅用電量：448億度電/104年，每日約為1.2億度電/日/104年(見附件一)

用電量使用分析：

若每人使用80公升的水，水溫從20度上升到55度，需要總熱量為：

80*(55-20)=2,800kcal。

電能熱水器用電量：860kcal*0.9=774kcal 2800/774 =3.62度電

熱泵熱水器用電量：860kcal*3.6=3096kcal 2800/3096=0.90度電

一家四口計算，一台熱泵熱水器比電能熱水器10年總節省用電數為：

(電能3.62-熱泵0.90)*4口*2,370,649台=25,792,661.12度電

=約2,580萬度電

日省2,580萬度電
用熱泵熱水器每日可省百分比為：

佔全國總用電日省比例：

佔家庭總用電日省比例：

25/685=

25/123=
3.6%
20.3%



用熱泵熱水器取代電能熱水器，用電分析(二)：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電能熱水器10年總銷售量是237萬台。

台灣的用電量：2,498億度電/104年，每日約為6.8億度電/日/104年(見附件一)

台灣住宅用電量：448億度電/104年，每日約為1.2億度電/日/104年(見附件一)

用電量使用分析：

若每人使用60公升的水，水溫從20度上升到55度，需要總熱量為：

60*(55-20)=2,100kcal。

電能熱水器用電量：860kcal*0.9=774kcal 2100/774 =2.71度電

熱泵熱水器用電量： 860kcal*3.6=3096kcal 2100/3096=0.68度電

一家四口計算，一台熱泵熱水器比電能熱水器10年總節省用電數為：

(電能2.71度-熱泵0.68度)*4口*2,370,649台=19,249,669.88度電

=1,925萬度電

日省1,925萬度電
用熱泵熱水器每日可省百分比為：

佔全國總用電日省比例：

佔家庭總用電日省比例：

19/685=

19/123=

2.8%
15.4%



電 力 消 費 附件一

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單位：度

年 月 合計 能源部門自用 工業部門 運輸部門 農業部門 服務業部門 住宅部門

民國 86 年 143,290,774,000 14,666,200,000 68,863,001,000 339,180,000 2,264,093,000 29,317,542,000 27,840,758,000 

民國 87 年 154,569,261,000 15,577,883,000 71,930,973,000 379,883,000 2,064,047,000 31,670,673,000 32,945,802,000 

民國 88 年 160,942,616,000 15,634,990,000 77,466,704,000 411,425,000 2,143,553,000 32,774,221,000 32,511,723,000 

民國 89 年 176,524,586,000 16,483,811,000 86,889,421,000 455,336,000 2,262,083,000 35,890,656,000 34,543,279,000 

民國 90 年 180,504,476,000 18,079,719,000 87,097,071,000 448,072,000 2,229,001,000 36,994,380,000 35,656,233,000 

民國 91 年 190,266,364,000 18,132,018,000 93,205,661,000 474,578,000 2,326,154,000 38,936,995,000 37,190,958,000 

民國 92 年 200,466,041,000 19,248,882,000 98,403,771,000 464,604,000 2,430,169,000 40,818,257,000 39,100,358,000 

民國 93 年 209,889,236,000 18,937,981,000 105,518,890,000 518,540,000 2,510,735,000 42,814,999,000 39,588,091,000 

民國 94 年 218,450,354,000 19,592,044,000 108,545,224,000 522,769,000 2,489,595,000 44,995,181,000 42,305,541,000 

民國 95 年 225,966,793,000 20,292,818,000 113,476,211,000 551,470,000 2,601,905,000 46,580,184,000 42,464,205,000 

民國 96 年 233,485,913,000 20,809,999,000 119,363,144,000 830,681,000 2,619,553,000 46,737,794,000 43,124,742,000 

民國 97 年 229,691,142,000 19,600,728,000 117,067,250,000 1,100,555,000 2,600,288,000 46,635,474,000 42,686,847,000 

民國 98 年 220,707,932,000 19,070,537,000 109,693,882,000 1,106,918,000 2,582,000,000 45,187,672,000 43,066,923,000 

民國 99 年 237,399,580,000 19,062,436,000 124,154,288,000 1,150,423,000 2,615,544,000 46,989,872,000 43,427,017,000 

民國 100 年 242,075,815,000 19,074,831,000 127,775,761,000 1,203,064,000 2,726,061,000 46,878,037,000 44,418,061,000 

民國 101 年 241,204,128,000 18,672,838,000 128,412,170,000 1,228,559,000 2,707,872,000 46,909,014,000 43,273,675,000 

民國 102 年 245,089,208,000 18,450,762,000 132,049,121,000 1,278,940,000 2,751,220,000 46,991,680,000 43,567,485,000 

民國 103 年 251,061,793,000 19,061,956,000 135,068,673,000 1,321,352,000 2,832,935,000 47,602,978,000 45,173,899,000 

民國104 年 249,869,904,000 19,106,509,000 133,301,666,000 1,347,351,000 2,915,543,000 48,316,445,000 44,882,390,000 



陸、Q&A

• 案例分享

• 案例分析



環保局改造或汰換旅宿業醫療社會福利機構

鍋爐汰換改造熱鍋爐汰換改造熱泵熱水系統應用泵熱水系統應用案例案例

節能高溫熱節能高溫熱泵熱水泵熱水系統導入說明系統導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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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背景說明 大學(1600人)學生宿舍

提供全棟1600人學生生活用熱水進行節
能改善工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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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長庚科技大學 (台塑集團)

位置：新北市林口區長庚大
學校區

原熱水設備：重油鍋爐

改善需求：降低費用/環境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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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集團請購規格

本工程完工後廠商需配合校方要求，
加熱（Heating）端系統之性能系數
（COP）需經校方認可之第三公證單
位(如工研院、台灣熱泵協會、台灣
電子檢驗中心或相關冷凍空調系所
之學術單位 )驗證，並出具正式報告，
未達要求效率值全年COP=3.4以上
(冬季氣溫10度)，校方可依據契約規
定減價收受或予以拒絕驗收。



儲熱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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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鍋爐設備

鍋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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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公升重油儲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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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設備機組使用情形

• 中繼儲油
槽

• 出水馬達
• 回水馬達
• 管路管件

設備均已
經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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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預期達成改善目標



一期工程
(700人)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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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熱水鍋爐拆除
對於環境保護的理由，決定讓它休息了。也感謝它過去所帶給了生活上舒適，
現在我們更需要的是…….安全與環保還有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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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原使用熱水系統:貫流式鍋爐

油漬遍佈機房環境

瓦斯桶槽緊鄰

空污排放二次汙染

系統維護成本高

隱藏工安意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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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機房主要設備(改善前)

重油鍋爐

馬達

儲熱水桶

主要能源: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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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運轉實際量測

鍋爐運轉噪音超過 80分
貝以上

鍋爐排放廢氣所造成
空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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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器主機(改造前後對照)

導入前 (鍋爐)
導入後 (熱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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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熱桶(改造前後對照)

改造前 (鐵桶) 改造後 (不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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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配件 泵浦泵浦

改造前(定頻加壓泵) 改造後 (恆壓變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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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熱桶 (設置前後對照)

導入前 導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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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工程 2014 .08正式啟用



二期工期 (1600人)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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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鍋爐機房建置於建築物頂樓



48

改造前鍋爐機房環境髒污

廢油遍佈周遭環境廢油遍佈周遭環境



台灣熱泵協會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版
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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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爐設備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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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導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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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儲熱保溫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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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熱泵排出冷空氣進入室內



節能效率 (運轉能效最高耗能最低)

冬季環境必需可維持機組運轉正常 (降低使用輔助加熱)

系統運轉噪音必需遠低於其他機型

機組荷重考量降低樓地板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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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指定採用高溫熱泵



• 熱泵型式 高溫熱泵熱水系統

• 建置目的 降低能源成本費用

• 預估效益 50%以上
• 預期目標 綠色環保低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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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高效熱泵熱水系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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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熱泵設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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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熱泵系統改善什麼?

整體環境品質提昇整體環境品質提昇 || 運轉噪音問題運轉噪音問題 ||
無火源空間無火源空間 || 大幅降低製熱能源成本大幅降低製熱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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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熱泵原理圖

空氣源熱泵

顧名思義就是將大氣
中的熱能轉化成為我
們需要的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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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溫度仍然可以產生熱水

普通熱泵CO2熱泵

環境溫度

熱泵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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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最先進自然冷媒 R744(CO2)

機組運轉過程中不
會產生任何有害地
球環境的物質

對環境最友善的熱
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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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自動控制系統
（24小時全時監控）

先進自動化控制系
統導入在本次工程
中。所有運轉的狀
態能夠經由網路將
所有資料數據傳回
至控制室，讓工作
人員能夠在第㇐時
間有效掌控系統運
轉狀態。自動化整
合熱水系統是目前
最為有智慧的熱水
系統，使用單位對
系統充分了解並尋
求最佳化運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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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益比較

熱
泵

電
能

瓦
斯

祡
油 天

然
瓦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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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效率最高

經第三公正單位實測冬季環境
溫度10℃ 能效單機「COP高
達3.55」節能效率高於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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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比較說明
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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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獲得經濟部頒發節能績優獎項



暖通溫度
調節

熱水脫皮
除毛

退冰解凍 醫療高溫
消毒

人員沐浴
熱水

暖風空調

恆溫

器皿熱水
浸泡

染整廠房

畜養場所內熱

水

溫水游泳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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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熱泵系統應用

CO2熱泵熱水系統非常適用於 , 飯店 , 餐廳 , 大賣場 , 醫院 , 
健身中心 , 學校宿舍 , 工廠等需要高效率產生熱水及冷氣的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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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天候仍可以正常運轉

日本最新“ＥＣＯ ＣＵＴＥ"CO2熱
泵熱水機，不同於其他熱泵熱水機，
使用天然冷媒CO2(二氧化碳)，不會
破壞臭氧層，造成溫室效應是傳統冷
媒(R134a/R22)的1/1700，超高效率
平均COP值達3.8，用電效率比使用
傳統冷媒(R134a/R22)多出50%，出
水溫度可達攝氏90度，環境溫度在攝
氏零下15度時都能製造熱水。

CO2熱泵熱水機只利用大自然的熱能
，無燃燒，不產生二氧化碳，不排廢
熱氣，減少溫室效應，加上耗電量小
，比電熱水機節省3/4以上的電熱費
，比瓦斯熱水機節省2/3以上的瓦斯
費，比鍋爐熱水機節省1/2以上的重
油費，將是21世紀節約能源及環境保
護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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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案例應用

熱泵熱泵

飯店

工廠

部隊廚房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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